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太24:14)

英語差傳網絡研討會

國語差傳之夜 (網上直播)

(Webinar)

講員:

Oct 17 (Sat) 2:00-4:00 p.m.

陳欣懿牧師

NEW DIRECTION, NEW MINISTRY (新方向、新策略)
Panelists:

Richard Schlitt
OMF Canada Director

David Hunt

VP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Partners International

Oct 24 (Sat) 2:00-4:00 p.m.
HOW DO CHURCHES ENGAGE IN MISSION UNDER POST-COVID?
(疫情後教會如何承擔宣教?)
Panelists:

Sandra Ryan

Mission Pastor,
The Peoples Church Toronto

Mike Constantz
PEACE Director,
Saddleback Church

Maymie Lau

Mission Pastor,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Fred Ngai

Deacon,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網上報名 / Online registration
https://acem.eventbrite.ca

加拿大浸信會差會國際事工總監

10月17日(六) 7:30 p.m. 不斷更新的宣教 (多倫多華基教會)

https://youtu.be/aBQq2RPNAJs

10月24日(六) 7:30 p.m. 一生不變的使命 (多倫多華基教會)

https://youtu.be/-4BWjkEQE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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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
第 42屆差傳年會
差傳之夜講員：

陳欣懿牧師
陳牧師現任浸信會差會，擔任國際事工總
監。陳牧師出生於上海，80年代移民加拿
大後在溫尼泊的溫城華人宣道會決志、受
浸。2003年天道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後，在
證道浸信會美城堂事奉。2008年陳牧師與師
母一同回應神的呼召，經加拿大浸信會差會
（CBM）差派到德國宣教，將福音傳給中國
大陸留學生和學者。2017年獲多倫多大學三
一學院神學博士，同年6月夫婦二人回到加
拿大多倫多事奉。

李維信
今年差傳年會主題是「再思宣教」，因著
疫情，所有差傳聚會都以網絡方式進行，「非
常時期，用非常的方法」。
現今的宣教事工及領域已有很大的改變，
需要教會信徒及領袖們一同再思今天及未來的
宣教策略。以往的差傳事工都注重宣教士以長
期全職身份參與，但是很多國家現在已不允許
此類宣教士簽證居留。差傳事工因此需要轉
型，改以帶職或商務身份去宣教。除此以外，
以往要離鄉別井到海外才可以接觸的族群，現
在他們卻以移民或難民身份，成為我們的近
鄰；差傳事工就從海外進到我們家門前。還有
很多差傳新方向、新發展，都是我們需要學習
和探討的議題。
差傳的機會和挑戰都改變了，但是主耶穌
給我們的使命卻仍舊不變。今年國語差傳之夜
誠邀陳欣懿牧師為大會講員，於10月17及24日
兩個星期六晚七時半以網上直播，並以「不斷
更新的宣教」及「一生不變的使命」作兩晚分
享主題。
以英語為主的差傳網絡研討會也有兩個聚
會，10月17日和24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正開始。
第一個研討會「新方向、新策略」邀請宣教機
構不同講員為嘉賓。第二個研討會「疫情後教
會如何承擔宣教？」由不同教會的教牧及信徒
領袖一同討論；盼望以不同角度探討這兩個題
目。這兩個網絡研討會以英語進行，鼓勵講英
語的弟兄姊妹和下一代一同學習與交流。為方
便跟進及溝通，這兩個研討會必須事先報名，
以便向參加者寄上網絡連線。
差傳年會籌委會及各華基教會差傳部，誠
邀華基弟兄姊妹參加今年獨特的差傳網絡聚
會，探討在疫境下及疫境後，如何實踐大使
命，又與上帝及眾信徒同工，一起參與神國的
事工。
（作者為美堅華基教會粵語事工堂主任，
差傳年會籌委會及華基聯會差傳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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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各堂差傳主日崇拜講員
10月18日

10月25日

陳欣懿牧師

吳克定牧師

英

Rev. Richard Konieczny

Rev. Sunder Krishnan

國

陳欣懿牧師

王建熙牧師

粵

劉袁 萓傳道

傅再恩牧師

英

Pastor Maymie Lau

Rev. Ho-Ming Tsui

國

劉袁 萓傳道

傅再恩牧師

粵

盧潔香宣教士

陳欣懿牧師

英

Pastor Gordon Lui-Yee

宣教士

國

盧潔香宣教士

陳欣懿牧師

粵

朱延宏弟兄

鄭鄧凝露傳道

英

Rev. Daniel Lee

宣教士

國

李傳頌牧師

江榮義牧師

粵

留伯源牧師

蔡婉玲宣教士

英

Rev. Sunny Wong

Pastor Vicky Chia

國

留伯源牧師

蔡婉玲宣教士

英

宣教士

Pastor Gordon Lui-Yee

國

陳欣懿牧師

盧潔香宣教士

英

宣教士

Rev. Steve Hawkins

粵

李傳頌牧師

林志輝牧師

瀑布華基

國

陳欣懿牧師

盧潔香宣教士

百里華基

國/粵

盧潔香宣教士

李傳頌牧師

奧城華基

國

盧潔香宣教士

李傳頌牧師

粵

盧潔香宣教士

李傳頌牧師

國

陳琛儀牧師

黃志文牧師

粵

陳琛儀牧師

黃志文牧師

國

劉桂英傳道

Pastor Jacob Ginter

多倫多華基 粵

城北華基

美堅華基

麥城華基

北約華基

國語華基
西區華基

旺市華基
貴湖華基

Panel Discussion (Webinar)
Oct 17 (Sat) 2:00-4:00 p.m.

NEW DIRECTION, NEW MINISTRY
Panelists:
Richard Schlitt
David Hunt		

(OMF Canada Director)
(VP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Partners International)

Oct 24 (Sat) 2:00-4:00 p.m.

HOW DO CHURCHES ENGAGE IN MISSION UNDER POST-COVID?
Panelists:
Sandra Ryan		
Mike Constantz
Maymie Lau		
Fred Ngai 		

(Mission Pastor, The Peoples Church Toronto)
(PEACE Director, Saddleback Church)
(Mission Pastor,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Deacon,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Richard Schlitt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in western Canada, and attended Briercrest
Bible College, where he met his wife
Marilyn. Together, after a year of language
learning, their first 3 years were spent in
church planting among the majority Filipino
population. This was followed by four
years working in a Muslim setting. Richard
then served in leadership roles, first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n for 10 years as Field Director for
OMF Philippines. They moved to Singapore in 2010 as Richard
assumed 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overseeing the work of OMF in
East Asia.
Richard’s heart’s desire is to serve and equip fellow missionaries,
enabling them to work to their fullest potential for God’s glory.
Richard has gone on to complete a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
both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On March 1 2020 Richard started his
role as OMF Canada Director. They have 3 married daughters and
eight grandchildren.
David Hunt’s ambition is to experience life
as an adventure by making himself available
to God however and wherever He leads.
He and his wife Colleen lived in Zambia
for 13 years where David’s passion grew to
empower local vision for mission. As the
VP of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for Partners
International Canada, David manages a
network of 25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weighted towards the
hardest and darkest contexts on the globe. His mandate is to
find and grow extraordinary partnerships with indigenous-led
ministries to bring transformation to the least reached and least
resourced places of the world.
David describes himself as a church planter by vocation and is
ordained by 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Zambia and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Baptist Churches in Canada. David and Colleen now

live in Stouffville Ontario with their four children. They are active
members of Springvale Baptist Church where they lead a small
group and serve in children’s ministry.
Sandra Ryan is an ordained pastor with
a background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mergency and disaster management.
Sandra served for twenty-two years in
ministry with The Salvation Army. Her first
ministry appointment was in a Nisga’a
Village in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where
she experienced the strength and beauty
of real community. After serving in Russia
for almost a decade during the turbulent post-Communist
redevelopment, she returned to Canada where she lived and
ministered in the Regent Park community during its revitalization.
She has seen the power and potential of an engaged Church in
developing healthy communities. Presently, Sandra oversees the
local and global outreach for The Peoples Church Toronto. In this
role she has the privilege of leading her international congregation
to be gospel-centered, globally-engaged Christians. She believes
that every follower of Jesus can live in such a way as to be part of
God’s plan for saving the world He loves.
Mike Constantz, a pastor at Saddleback
Church since December of 2003. Mike served
in the Philippines as a medical missionary
and then as the Sri Lanka Country Director
for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He then
served as the Global Community Director
(the adult ministries of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with work in 187 countries. Since
being at Saddleback Church he has helped
with the sending of over 26,000 Saddleback members to all 197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nd now is the Pastor of the Global PEACE
Plan, and assists Pastor Rick Warren with Finishing The Task. Mike
is married to Cathy and their daughter Tali is married to Alex and
oversees translations at pastors.com.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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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mie Lau
serves as the
Mission Pastor
of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She
believes in
not just doing
missions, but being the missional
person which begins with knowing
the Father intimately through prayer,
worship, and His Word. Maymie’s
dream is for nations to be disciples,
and her desire is to become a
vessel for God’s revival. Maymie has
taught Healthy Church Training and
Spiritual Breakthrough Training in
many church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India, Middle East,
and South East Europe region.
Fred Ngai
serves in as
a deacon at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led
Young Adult
Ministry
for the past 15 years and lead a
Global PEACE Mission project in
Kolkata, India. Fred has experience
in Entrepreneur start-up, Corporate
Business Management, Technology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and Project
& Program Management. Currently
he is working full time in a Fortune
500 IT Services company as Global
Implementation Lead in Enterprise
Program Management office. He
believes in Discipleship, not only
making Disciples but making
Disciple Makers especially for
next generation Disciple Maker.
It is also his calling to find ways to
serve ministries thru Technology
Enablement, System Integration
& Process Improvement to rais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to
extend His Kingdom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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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基聯會

差傳事工核心價值 和
指導原則
李維信

華基教會自1975年創會第一年，便
開始學習普世差傳的功課，邀請宣教士
分享差傳異象，收集特別差傳奉獻幫
助海外工場。第四年起每年舉辦差傳年
會，鼓勵信徒胸懷普世、靈命復興、信
心認獻、短宣長宣、委身事主。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簡稱：華基聯
會）1988年正式註冊為加拿大法定團
體，在組織和行政架構上聯繫眾華基教
會，差傳部一直積極用不同方式推動華
基教會參與差傳運動；今日支持的宣教
工場已遍佈世界五大洲。然而，幾十年
來在全球化下，普世宣教發展已有很多
改變，加上多間華基教會在不同事工上
日漸穩健成熟，可以獨力承擔各地和平
福音工作。因此，華基聯會差傳部積極
看清父神心意，定立新方向、新策略，
以回應現今多變的時勢和挑戰；並加快
各華基教會直接參與差傳事工的步伐。
有鑒於此，差傳部於2019年成立
「 華 基 聯 會 宣 教 使 命 小 組 」 （ ACEM
Mission Task Force），制定差傳部將來
的策略，以禱告、討論、向外學習而詳
細策劃。組員有：李維信牧師（召集
人）、謝安國牧師、劉袁 萓傳道、伍
健民牧師、霍黃綺兒、陳鉅恆、黃劉淑
玲（聯會代表） 。
「華基聯會宣教使命小組」經過
長時間的審慎討論後，草擬了「華基
聯會差傳事工核心價值和指導原則」
，是為了增加各華基教會在差傳事工
的問責和自主權（accountability and
ownership），讓大小堂會都能更有效
及適切地參與差傳。差傳部盼望能授權
（empower）各堂會，並與他們一同合

作（collaborate with）共同面對現今及
將來的宣教挑戰，亦向各堂會提供幫助
和指引建議，使堂會能更專注地做好某
些差傳事工。
今日的差傳事工已由地域性
（geographical），轉向族群或事工群
體性（people or ministry groups）；多
個海外族群已經住在我們中間，成為我
們的鄰舍。因此，面對這些宣教機會及
挑戰，差傳部願意提供資源，培訓和授
權有潛質、具普世觀的宣教士、教牧和
神國工人，都是刻不容緩的事。差傳事
工既已超越地域界限，差傳部盼能將來
與植堂事工（church planting）更多合
作，故此無論在本地或海外，均以綜合
連結（integrated approach）為取向。
以往差傳事工的策劃及實踐，多交
由差傳機構負責，華基聯會差傳部及各
華基教會則以禱告、人力和金錢奉獻作
支持。華基聯會差傳部將來的路線是致
力與各華基教會、宣教工場的教會和機
構建立積極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例如藉著短宣作為工具（tool），幫
助華基教會與當地教會建立夥伴關係，
支援及培訓工場上的本地工人。
我們祈盼由上帝帶領，透過上述事
工核心價值和指導原則為出發點，制定
未來更有效、更適切的差傳策略。願神
憐憫，眾華基教會一同謙卑合作，面對
現今及將來的宣教挑戰，並且有勇氣為
邁向下一步的事工做計劃。

（作者為華基聯會 差傳部主席。
宣教使命小組召集人)

華基聯會
第 42屆差傳年會

普世差傳再更新
2021年華基聯會差傳部預算分享
霍黃綺兒

2020年是很特別的一年，全球每一
個國家、每一個人都被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影響。無論是個人的生活作息、家庭
的起居飲食、與家人的關係、學習的模
式、機構的運作、教會的事工、國家的
管理等等，都面臨極大的挑戰。我們在
工作、學習、事奉上，不可能再墨守成
規，一成不變，我們生活上每一個環
節，都需要重新作出適當的調整。
2020年，可以說是充滿危機的一年，
但是正因為這些生死存亡的危機，強逼
我們去思考是否有轉機，並努力尋求神
的心意，從而找到突破的生機。
很明顯，華基聯會差傳部的事工便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以往習慣採用的長宣、短宣方
式，因著疫情的影響，各國封關禁止往來，基
本上都停頓了。有些宣教士仍在工場，卻沒法
回國述職；有些宣教士去了外地，卻沒法回到
工場；支援宣教工場的短宣隊全都沒法成行，
宣教事工受到很大的影響。然而，福音的大能
不會因為人世間的逼害、戰爭或瘟疫而受到攔
阻。戰亂或逼害迫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從一個
國家逃離，分散到另一個國家；疫情亦攔阻人
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旅行。凡此種種，
都超出人們的預期或控制，所有這些因素正影
響本地和普世宣教的事工。
這些因素也讓差傳事工有了創新的機會，
要去服侍散居住在各地的群體，這正影響著未
來的差傳策略；也令宣教事工不受地域限制，
與各地基督教群體建立福音夥伴關係。在過去
幾個月裡，在線培訓、zoom會議、電話關顧
都已成為差傳事奉中的有效工具。

在2019年，為了應對世界局勢的改變，華基聯會差傳部成立了
一個由七人組成的「宣教使命小組」（Mission Task Force），重新
思考華基聯會未來的差傳異象願景和策略；我們一起禱告、討論、
向別人學習及詳細籌劃，Covid-19也是一個考慮的方向。
在這種不確定和多變的環境中，華基聯會差傳部準備了明年
（2021）的預算，總預算為$2,361,591。請查閱以下圖表，其中詳
列各項差傳使費分配，讓你清楚明白差傳部對各地宣教士和差傳機
構的承諾；更盼望你能積極參與，在金錢、禱告和行動上，與我們
一起同工同行。願榮耀歸於上帝，祂的國度在地上擴展，祂拯救的
福音遍傳地極每個角落。

2021年華基聯會差傳預算
項 目

預 算

A- 差傳事工

$1,515,149

A1A2A3A4-

1,195,535
138,164
84,400
97,050

佈道/培訓
社區關懷
本地植堂
各堂會主導的差傳事工

B- 裝備工人

$411,800

B1B2B3B4-

差傳教育
神學教育
差傳實習
教牧實習

68,300
155,500
8,000
180,000

C- 推動信徒參與

$314,642

C1- 短期宣教
C2- 差傳年會

279,642
35,000

D- 行政支持

$120,000

D1- 支援福音機構
D2- 聯會差傳行政費
總數

%
64%

17%

13%

5%

18,000
102,000
$2,361,5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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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回到工場
林文慧

終於回到日本。
飛機降落在羽田機場上，「因為新冠病毒
的關係，請大家耐心的留在座位，等候我們公
佈下機的安排…」空姐帶著抱歉的語調，多次
地重覆這段訊息。飛機內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
乘客，大家都耐心的坐在座位上等候。戴上了
20多小時的口罩後，我的鼻炎發作了，眼睛及
鼻子都很不舒服；只能靠想像早點回到宿舍，
可以躺在床上舒適的休息，來扺銷此刻的不適
感覺。

測試檢查，困倦下鼓勵
下了飛機後，必須在機場接受新冠病毒的
測試。經過一個又一個的程序，拿到結果後，
輪到辦理入境手續。工作人員查看了申請的文
件，等候了一段頗長時間才完成。出了行李大
廳，已經沒有其他乘客。兩位空姐把我的行李
放在手推車上，以為沒有人領取，正準備要把
手推車推走；她們一看到我，很開心地把車子
交給我。我正想把車子挪開，一位女機場人員
走過來問：「你有帶食物嗎？」我想一想：「
只有巧克力和薯片。」
「那你要到那邊檢查一下。」我的心涼了
一半，甚麼！我已經精疲力盡了⋯⋯還要再檢
查行李？那位機場人員看到我的臉色，馬上安
慰說：「你的行李內有食物嗎？只是檢查一
下，我會幫你抬行李的。」雖然大家都戴著口
罩，仍然能夠感受到她親切的笑容，這也讓我
暫時放下煩燥的心情。到了檢查行李的地方，
那位檢查的小姐也不好意思的叫我打開扎得結
實的袋子。她不想弄亂我的東西，一直說著抱
歉⋯⋯檢查完了，又幫我把袋子拉上。先前那
位機場人員馬上又過來幫我搬行李。
他們的笑容讓原本有些情緒低落的我也輕
鬆起來。忽然發現行李箱夾著一張手寫的紙
條，大致內容是：「這或許是我們面對最黑暗
的時刻，但是我們一定可以一起克服的；同時
也請額外的照顧好自己。希望將來能夠再次為
你服務。」原來這是航空公司所發的字條，收
到這樣有鼓勵性的紙條，實在非常窩心。知道
在這個困難的時刻，並不是一個人面對。日本
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他們經歷過太多苦難，
知道同心合意，互相鼓勵的重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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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如何回應神？
在這個全球面臨瘟疫的時刻，作為宣教士，要如何回應神的心
意和世界的需要呢？
神藉著這個經驗回答了我。
在疫情當中，守著神交託的使命；在黑暗中傳播神的愛，與有
需要的人同行，便是《聖經》所說，我們要作世上的光和世上的
鹽。即使戴著口罩，仍然不忘帶著信心的微笑；即使有社交距離，
也不要停止有親切的問候。瘟疫阻止不了神對人的愛，阻礙不了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只要多走幾步，繼續關心別人的感受，互相幫助
⋯⋯這就是抵抗疫情的最好武器。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這個疫情
會如何發展？沒有人知道，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基督的愛及使
命。所謂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我已經回到日本。
現在正是靠著神奮進及多情的時候。
* 作者為聯會支持宣教士，完成四年任期後回多倫多述職
，今年8月26日返回日本工場，請為她未來四年在日本的學習及事奉代禱。

疫情後的差傳趨勢

目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雖然在亞洲有緩和跡象，但
是有些地區如中東和拉丁美洲等地區疫情仍未受控，世界
各地的專家都難以估計疫情甚麼時候會過去。然而按現時
疫情的發展，可以預期疫情後在新常態下，對普世差傳有
以下的改變。

一、精神健康與靈命需要
在抗疫期間，很多人面對工作、經濟、生活等問題而煩躁不
安，加上禁足在家引致個人在精神、心理、靈命；以致夫婦、家庭
等均產生問題，更多人思考人生需要福音。事實上，這期間在一些
創啟地區如伊朗、埃及、中國大陸等，家庭和網上福音聚會都非常
興旺，在開放地區如北美和歐洲的網上崇拜皆有復興。誠如新加坡
聖約播道會門訓領袖導師曾金發牧師說：「這世界有一種病毒，遠
超過人類歷史以來已知的所有病毒，這病毒就是罪；而且這種病毒
絕對沒有免疫力，它感染了百分之百的全人類所有世人，無一倖
免，沒有希望。惟一能解決的是這世界需要救主、需要救恩。」１
我們堅信「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1:16）
相信在疫情後，正是福音收割的時機。

二、保護主義與種族問題
新冠病毒蔓延至全球大流行，各國為求自保，實施隔離封關，
限制出入境往來，從而控制疫情。一些國家又搶購醫療物資，甚至
互相猜疑隱瞞疫情。同時，不同族裔之間的矛盾升級，保護主義及
民族主義再次抬頭，種族問題隨之而來。然而，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是能夠跨越族群、突破疆界；因此，疫情後更需要加強跨文化的福
音工作，而且要從本地的跨文化宣教著手。

三、全球化崩裂與產業鏈轉移
過去20年來，全球化急速發展，促進更多
的貿易、生產、資本投資、知識科技等國際往
來，世界產業鏈不斷改變，在全球化下，一件
產品很多時候是來自不同國家的零件組合而
成。以中國為例，中國從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
以製造業為主，逐漸轉型到近20年來的電子科
技生產，產品質素也同時提升；例如在2019
年，世界70% 的智能電話是在中國生產。2015
年5月中國國務院提出「中國製造2025」政策，
從而打造未來成為世界工廠的目標，而中國也
成為目前世界最大的零件生產國，但是這卻使
西方國家有所警惕。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勞工成本逐年上
漲，一些高勞工成本的製造業，例如製衣業，
逐漸轉移至低勞工成本的東南亞國家生產。近
年來，這些低技術的製造業再轉移至南亞國
家，高技術、高品質的商品，例如智能電話、
名牌手袋等，再由中國轉移至東南亞國家生
產。然而，去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加上今
年的新冠病毒疫情，西方國家紛紛鼓勵、甚至
資助企業，將一些具戰略性的產業，例如醫療
產品撤回本國，或者分散在其他國家生產，加
速了產業鏈轉移。這些情況將會延續至疫情
後，因而加速了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城市化發
展，未來這些國家的宣教焦點，將會是當地農
民工人的城市宣教。

(接後頁)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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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絡科技的發展
疫情期間，網絡世界已經成為新常態下生活的一部份，然
而目前全球仍然有大約40%人口生活在有限度，甚至沒有基本
互聯網絡設施的地區，而且這都集中在非洲。近年中國雄心勃
勃，在世界各地發展第五代互聯網技術的5G網絡，然而中美貿
易戰和新冠病毒疫情等因素，使這個計劃受到挫折，因而轉向
非洲國家投資網絡基建。西方國家如美國和歐盟，同時加快發
展本土的5G網絡。因此，網絡宣教將會是未來的宣教方向，然
而網絡安全更需要加以警惕。

五、權力擴張與社會監控
過去，社會監控在一些極權國家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現在一些獨裁政權使用網絡科技，對人民的監控可以說是無孔
不入。2014年，中國大陸為了提高社會誠信意識而提出社會信
用系統，實際上是透過網絡科技、電子聯絡和交易的大數據分
析，對人民作大規模監控，藉此規範公共行為。
疫情期間，很多國家為了處理疫情危機而加強社會監控，
又引用緊急狀態戰時命令，甚至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去限制人民
生活，從而掌握更多的權力。美國華盛頓郵報3月23日刊出一
篇文章，題為「政客如何藉著新冠病毒疫情來奪取權力？」
（How politicians are using the coronavirus to seize control?）文
中提到「在非常時期，實施緊急狀態行動至關重要。但是一些
領導人似乎也將這場大流行疫症，用於自己的政治目的上。」
文中同時引述聯合國人權專家組織的聲明：「任何應對新冠病
毒疫情的緊急措施，都必須是均衡和非歧視性，不應被用作針
對特定群體、少數族裔或個人身上；而且更不應以保護健康為
理由，去掩飾任何鎮壓行動，成為壓制人權捍衛者的工具。」2
現時各國政客藉著疫情作權力擴張和社會監控，這將會延續至

疫情後，對於未來的宣教工作帶來隱憂；宣教工作
者的身份和代價需要重新釐定，以便回應未來對福
音更嚴密的世代。

結語
在這百年一遇的疫情中，我們正面對著一個無
形的敵人，誠如神學家約翰派博（John Piper）在
他最新的著作《新冠病毒與基督》（Coronavirus
and Christ）中提到：「新冠病毒是上帝以雷霆萬
鈞之勢去呼籲我們全人類悔改，並且以基督永恆的
價值重整我們的生命。同時，在新冠病毒疫情中，
上帝正在鬆開那些植根於世界各地的基督門徒，讓
他們去領受嶄新而奮進的使命，差遣他們帶著基督
的福音，闖進普世未得之民當中。」3

（作者為華基聯會支持宣教士，
現為「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加拿大主任）
備註
1. https://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20/march-web-only/7lessons-covid-19-coronavirus-churches-singapore-us-europe.
html
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0/03/23/howpoliticians-are-using-coronavirus-seize-control/
3. Piper, John. Coronavirus and Christ, Crossway: Wheaton, 2020,
p.77, 95.

* 蒙允轉載《華傳加拿大通訊》2020年。

參考經文：太5:3-12；路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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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挪亞
喜樂山華基教會
Mount Jo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黃纘舜

「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
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
併毀滅。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我要使洪水氾濫在
地上，毀滅天下⋯⋯。我卻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
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
個，一公一母，你要帶進方舟，好在你那裡保全生命。飛
鳥各從其類，牲畜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
兩個，要到你那裡，好保全生命…』挪亞就這樣行。凡神
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創6:13-22）

我們面對神的事工，常常問不同的問題，這個事工是
否有意義？要如何處理呢？有甚麼目標或目的？可以怎樣
衡量結果？需要怎樣的組織架構？有甚麼策略、計劃B, C,
D⋯⋯？我們喜歡提出許多問題，並運用自己的智慧處理
各種情況。神賜予世人知識、智慧和經驗，我們應當好好
利用它做神的工作。但是，讓我們謹記挪亞一個簡單的道
理。「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
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
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來11:7）

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都已經聽過、讀過，甚至教導過《
聖經》中為人熟悉的故事「挪亞做方舟」。許多成人和兒
童可能覺得這個故事有點沉重、令人著迷，甚至瘋狂。不
過這個故事卻吸引過許多電影製作人把它搬上大銀幕。這
個故事說神因人類犯罪感到非常傷心，以至絕望地要消滅
所有人。祂卻揀選了挪亞（Noah），要他製造方舟，拯
救他一家八口和地上的動物。

憑信心靠近神

如果你是挪亞，你會對神如此戲劇性的決定和指示，
會有怎樣的回應？
「挪亞就這樣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樣行了。」
（創6:22）《聖經》沒有過多解釋挪亞如何理解神獨特的
決定和命令。那麼，如果你是挪亞，你將怎樣做？

我們的問題
因為洪水而造一個方舟⋯⋯我們可能會問：要幾時完
成？洪水的規模有多大？這真的會發生嗎？由不多於八人
（挪亞全家男女）去建造方舟⋯⋯這怎麼可能！哪裡有那
麼多木材？如何建造？有優先順序嗎？有人幫忙嗎？方舟
能忍受40天的降雨嗎？它能長時間抵禦以度過難關嗎？

讓我們憑信心靠近神，憑信心讀祂的話，並透過信心
全然相信祂。
在挪亞的故事裡，神使事情成就了！神把動物、鳥類
和昆蟲都帶到挪亞那裡；而不是挪亞。神使牠們奇妙地和
平共處；而不是挪亞。挪亞無法應付這個挑戰，也許不想
去嘗試！他只是保持對神的信靠並順服前行！
弟兄姐妹們，請為華基聯會、你的教會以至新的植堂
教會——喜樂山華基教會（MJCCC）禱告。關於這個新植
堂教會，我們也許仍有很多疑問、未知數和不確定；但是
我們需要你的鼓勵和明智的建議，更重要是，我們需要你
的代禱，堅固我們在這地區事奉神的信心。
當你閱讀本文時，我們正全力籌備2020年10月10日
（10102020），下午5:30舉行第一次線上周六崇拜。我
們的目標是每周六下午5:30都有定期聚會。在大流行期

建造大方舟只容納八個人⋯⋯我們可能會問：為甚麼
需要那麼大？對動物和鳥類來說⋯⋯應該做怎麼樣的籠
子？每種動物都有足夠區域嗎？如何飼養鳥類？把昆蟲放
在哪裡？怎能捕獲所有動物？更不用說鳥類和昆蟲了？牠
們在哪裡？怎能分辨公母？如果牠們逃跑了，要出去抓住
牠們嗎？我們是否有足夠時間捉到所有動物，是否有足夠
空間？⋯⋯也許最大的問題是：如果動物間群毆打架怎麼
辦？怎能讓牠們有秩序地在方舟內和平共處？
(接後頁)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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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弱勢社群中事奉神
加入Youth Unlimited—喇合事工
許燰龍
間，我們不會停止植堂的計劃，
但是我們需要應對每個挑戰和機
遇。這個植堂教會沒有先進的敬
拜設施和場地，沒有龐大的教牧
團，還未有完備的兒童節目或不
同年齡層的團契⋯⋯，然而我禱
告：我們向人們展示這個教會有
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主耶穌
基督！
「彼得說：金銀我都沒有，
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
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
走！」（徒3:6）願主祝福你和祂
的教會。阿們。

（作者為喜樂山華基教會牧師）

• 喜樂山華基教會，接觸萬錦
巿 東 北 地 區 社 群 （ MJCCC @
Markham North East Region
around Major Mackenzie and
Markham Rd).
• 如果你想更多瞭解這教會的
植堂事工，請隨時與黃纘舜
牧 師 （ R e v. S u n n y Wo n g ）
聯 繫 sunny@nyccc.ca或
sunnywmjccc@gmail.com。更
多詳情，歡迎瀏覽教會網頁
www.mjccc.ne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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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Caroline，教會的弟兄姊妹叫我Carol。以
下是我的故事：「前往使命之路⋯⋯宣教士」。
我在一個非基督教家庭中長大，神卻引領父母
將我帶到一所基督教中學就讀；那是我開始認識
耶穌基督的地方，然後相信並接受祂進入我的生
命裡。神知道我在年少就需要福音，祂在最適當的
時候與我建立關係。我無法想像如果不認識主，我
會變成甚麼樣。信了耶穌，我學會愛自己和關顧別
人；祂的話滿有安慰、鼓勵、激動、教導、指責和更正，是我屬靈生命的
靈糧。世上沒有任何東西比擁有耶穌更寶貴。
雖然我在香港出生，卻在東南亞國家成長和接受教育超過20年。在那
些年間，神特別開啟我的眼睛和心靈，讓我看到和感受到窮人和弱勢族群
的需要。與窮人在一起的經歷，幫助我瞭解他們的生活和困境。雖然他們
過著非常簡單的生活，但是他們快樂、慷慨和友善。在他們身上，我學到
感恩的功課—每天數算恩典；即便擁有很少，仍能與人分享我的福分。政
府沒有為這些人做太多事，援助資金也時常沒法去到他們手上。因此，他
們試著到海外尋找工作機會，那怕是他們要借高利貸。然而，沒有太多人
能得到承諾的工作；許多人受盡剝削，最終甚至要從事性交易。我掙扎著
感到很無助，不知道要如何幫助這些人，但我深信惟一可以做就是為他們
向神禱告呼求。神使我想起《箴言》21章13節「塞耳不聽窮人哀求的，他
將來呼籲也不蒙應允。」我們的神是慈悲憐憫的神，祂愛窮人、弱者和患
病的人。
大約八年前，我禱告求神把我帶到祂計劃的事奉工場裡，這是回應某
次教會主日講道。之後，神為我打開多倫多這道門；在過往幾年，神讓我
在北約華基教會有很多服事社區的機會。
2014年10月，喇合事工的創會事工主任伊韻嫻（Joanna）被邀請到北
約華基主日崇拜中分享她的事工。當我聆聽她如何被神呼召開始這個事
工，以及從人口販子解救出來的女孩的掙扎和需要時，神給我勇氣和渴望
多瞭解這個事工。我詢問並報名成為義工。從那時候開始，我透過祈禱、
義工服務和實際的支持，參與喇合事工的服事。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太9:37）「我在這裡，請差遣
我。」（賽6:8b）
這兩節經文一直縈繞在我心中。有好幾次當我離開每周參加查經班的
禮堂時，我看見刻在門框上《以賽亞書》6章8節的經文對我話說。我不斷
禱告，求神指引帶領。接著，我瞭解到，原來神通過《箴言》21章13節，
早在我心中植下服事弱勢族群的使命！在第三世界生活的20年，我目睹弱
勢族群受壓迫、貧窮和不公，那時神已把這些經文放在我心裡。我等待並

尋求從神而來的時間和使命去服事祂。當我在等候
祂的呼召時，神一直裝備、轉化並預備我參與喇合
事工的工作。在過去的三年半，神給我有接觸新移
民的機會，特別是新移民婦女及其子女，也有機會
向阿富汗婦女分享福音。當Joanna請我考慮加入她
的團隊時，我感到非常興奮，因為這可能是神的呼
召。經過大約六個月的祈禱等候，我決定加入Youth
Unlimited。
新冠疫情期間，神帶我回到過去所有的回憶，
從當日我第一次聽到「耶穌」這個名字到現在；這
就好像我在看自己的錄影帶一樣。祂特別提醒我在
求學期間與祂的親密關係，從高中到我完成會計學
位。我一生中的很多方面都完全依賴祂。上帝一直
以來都是信實的；祂已經轉化我，使我成為今天的
我(與在認識祂之前的我是如此地不同)；祂持續地
如此行。
Youth Unlimited，喇合事工（Rahab Ministry）
是基督教慈善組織，以信心差會的模式籌集經費，
這表示我的薪資和事工開支必須完全來自弟兄姊
妹的奉獻。在家人、教會和朋友的禱告支持下，即
使在充滿挑戰新冠疫情時期，神消除我的恐懼和憂
慮，取而代之的是內心的平靜安穩。我深知神已經
給我「去」的信號，要到莊稼已熟的禾場，那裡的
工人稀少。「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
百般恩賜的好管家。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
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
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彼前4:10-11）我信
靠並且相信，祂會透過蒙福的人慷慨奉獻和施予，
一同協力建立神的國度。
希望神的話語和工作激勵你。我誠意邀請你
參與祂的事工，這可以通過奉獻、祈禱或參與喇
合義工團隊。如果你有興趣與我同行，想認識更
多 喇 合 事 工 ， 歡 迎 你 與 我 聯 絡 carolc@yugta.ca /
647-234-7233。若你想支持我的事工，可以在線捐
款：https://www.yugta.ca/caroline-co-chien/，若你
想使用其他方法，可以直接與我聯繫。

絕望媽媽的呼求
麗斯正站在人生的盡頭。她住在一家小型旅館
裡，以出賣自己的身體支付房租。她沉溺毒品，這些
毒品奪去她的心思、健康和家人的關係；結果兒童救
援會（CAS）準備將她的獨生女兒帶走，麗斯連她小女
孩的撫養權也可能會失去，
她完全沒有出路，但是就在這個絕望時刻，她在
旅館房間裡打開了一本《聖經》，讀到上帝寬恕罪
人。她大聲呼喊，向上主懇求幫助；主確實聽見了。
不久，麗斯向熟人說為了兩歲半的女兒她希望自己能
有改變。那人曾聽聞喇合事工，並將機構的電話號碼
給了麗斯。麗斯便聯繫了喇合事工。
喇合團隊（Rahab team）立即全體動員幫助麗
斯。首先將她從旅館房間轉移到喇合的暫住屋，她可
以在那裡暫時免費居住。然後事工團隊為她製定一項
個人全面康復計劃，並幫助她實現自己的目標：就是
說服CAS，向他們證明她是個稱職的母親。儘管許多教
會在疫情期間沒有對外開放，喇合團隊的同工就在暫
住屋內與她分享福音。讚美主，麗斯願打開心靈接受
主基督！
不管怎樣，前面還有漫長的路。麗斯需要克服癮
癖，在身體和精神上要接受治療；她還需要眾人的代
禱，支持她完成整個康復過程。

願神的恩典圍繞祝福你！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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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暑期差傳实習
楊萍

留学生，了解到另外一所Niagara College还没有同工在校
园服侍传福音，求主怜悯。七、八月我主要的服侍是带领敬
拜、分享讲座、带查经、私下邀请和关怀，同时也参与圣市
华人宣道会的崇拜、主日学以及祷告会。附图是我分享的
讲座「欧洲教堂风格与福音」的信息。

我是國語華基教会会友，感谢主的带领，在过去四个
月让我有机会通过网络，参与加拿大纽芬兰省及瀑布区的
学生事工。

在纽芬兰省服侍
在 五、六月我先 是 搭 配一对 宣 教士夫 妇（Indre k &
Kitty）在纽芬兰省服侍，他们举家从多伦多搬到纽芬兰服侍
学生群体；他们爱主、热心服侍的心给我鼓励。我在当地的
工作主要是祷告伙伴、带领查经、关怀、对弟兄姐妹在查经
过程中的疑问，给予回答和帮助。一位香港姐妹有感动服
侍国语的群体，我们每天读《箴言》来帮助她提高普通话
的能力。
周一、三、五、六中，查经的人数每次都有十人左右来参
与，查经团契中有来自各个不同地方，有北京、福建、澳门、
香港、河南、东北、安徽；我们也有不同的身份，有医生、访
问学者、博士生、大学生，因著主的爱，我们彼此相爱，弟兄
姐妹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
开始参与時也有些困难，我自己心愿是去到当地，但
是因为疫情只能网络参与，期间经历时差、语言、体力的挑
战（当地语言以粤语、英语为主）。我切切祷告，神也给我
话语：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华的
灵方能成事。」神的大能让我在语言上大致听的清楚，也听
的明白，和当地同工们搭配有美好的果效。

大学生团契搭配
在五六月结束纽芬兰的实习后，七、八两个月我参与位
于瀑布区的布鲁克大学学生团契，搭配当地的Jessica姐妹
一同服侍学生们。这里有两所大学，当地有5000多名中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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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实习期间，我感受到学生事工的重要性，参与纽
芬兰省学生事工中，看到好几位是访问学者，以及有医学背
景的学生，他们和我们一同查经、一同学习神的话语；期间
也送别几位同学回去中国。上帝把千千万万的国语年青人
从中国带领来到海外，藉着华人教会及福音机构，在真理
上帮助他们。这些年青人认识主，在主里成长，相信学成归
国的基督徒学子，在信仰上、文化上也影响著远隔重洋的中
国大陆同胞，使福音的火在中国愈来愈兴旺。
我也很感恩有关心我的弟兄姐妹们为我祷告，因着他
们的祷告支持，这四个月的时间里让我得着很多、喜乐很
多、感恩很多！神的恩典其数之多，实在无法可数，如果数
点，
「它们比海沙更多」（诗139:17-18）。

全職事奉裝備 差傳部資助全時間神學生
John Feng 馮俊賢（多倫多華基）

Sharon Leung 梁翠珊（城北華基）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
回想從小學爬、學走、學講
話，到學校接受正規教育到進
入社會學習工作；成家立室後
學做個好丈夫，繼而學習做父
親，經歷著「活到老，學到
老」的過程。2006年底受洗成
為基督徒是我生命的轉折點，當時我雖然已育
有三名年幼兒女，但是無論在事業、婚姻、家
庭都處於人生低谷；然而人的盡頭便是神的開
始。2007年我和太太參加教會與家庭更新協會（
家新）合辦的恩愛夫婦營，神拯救了我的婚姻和
家庭，帶領我一家走出死蔭的幽谷。同時也改變
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引領我定睛在那永恆的價
值上。《聖經》記載主耶穌醫治十個痲瘋病人的
事跡，自己彷如那患痲瘋的病人，是祂醫治了
我，我願投身建立婚姻家庭的事工，「回來大聲
歸榮耀與神！」（路17:15），傳講耶穌在我生命
中的作為。就是這樣，2012年我踏上事奉之路。

天道神學院

過往在家新7年的全職事奉中，讓我碰到更
多在婚姻苦苦掙扎的信徒與非信徒，更深體會到
婚姻的問題就是生命的事，歸根於人與神有否建
立關係。我明白惟有將人完全帶到神面前，藉著
聖靈幫助才能讓人打開心眼；惟有真理才能讓人
擺脫罪的捆綁，從而獲得真正的自由，帶來思
維、心態、技能和行為上的改變。在這過程中，
我看到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和缺乏，更何況關乎永
生和永死的問題，不容有半點馬虎含糊。為了更
深扎根在真理上，更深經歷神賜生命的奧秘；去
年10月我毅然放下在事奉崗位，進入神學院接受
裝備。求神賜我一顆謙卑受教的心，讓我在學習
中不斷成長，以便日後更好地以生命影響生命，
不斷述說神的榮耀！

Yan Ma 馬燕（城北華基）

There is nothing special in me and I do not have any
strengths. However, I know that bringing people to
know Jesus and being with those vulnerable people
are pleasing in God’s eyes. I was called to become
the channel of God’s love like the hospital chaplain,
who helped me to go through the deep sorrow of my
mother’s death before I came to live in Canada. It took
me over a decade to affirm that calling until the dramatic life of Moses was
drawn to me. Besides, Luke 1:79 moved me deeply that it said, “to give
light to those who sit in darkness and in the shadow of death, to guide our
feet into the way of peace.” Yes, I was once sitting in the darkness. It was a
blessing to me that I was guided into peace. If it is God’s will, I am willing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to direct others to feel the ceaseless love of
God too. It was clear that studying in a seminary was the way to equip
myself. Last year, I applied for the full-time study in Tyndale Seminary and
got admitted. It was a great joy to return to school, and I enjoyed all the
classes very much in the past year. The more I found myself interested in
them, the more affirmation to me that I made the right choice.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learn. I am also waiting for His guidance
in every step of my future.

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

2012年初神藉著兩節經文呼召我全時間事奉，經
過一年多的禱告，我明白神要帶領我從事《聖
經》教導、神學教育的事工。2014年我開始全時
間神學裝備，於2017年取得天道神學院的神學
研究碩士學位（MTS），2018年取得多倫多大學
Wycliffe College的神學碩士學位（Th.M.）。2019
年9月，我進入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修讀神學博士（Ph.D.）課
程，主修新約研究。同時開始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事奉，教授新
約和希臘文課程。對於在神學院的事奉而言，進深的學習必不可
少，提供充分的神學知識裝備；並且我就讀的神學院非常重視生
命的塑造，以及授課方法的培訓，幫助我以後全職服事有更好的
預備。

202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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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Ng 伍蔚珊（多倫多華基）

Johnson Zhong 鍾加彥（多倫多華基）

天道神學院

天道神學院

Entering into Tyndale began
as a season of explora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many aspects
of my studies. It has been a
place of interesting and fruitful
conversations, where many come
together to learn and discover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ide to theology. The diverse
group of students I have encountered has led to
enriching my personal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It
has also been the place to pursue truth, learning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within its context. What began as
a thirst for understanding of God’s Word still remains,
and has grown to a deeper desire for the Lord himself.
With much gratefulness, this journey continues within
my studies as I experience what God is doing in school,
life and in ministry. As I have seen the Lord continually
guiding us, it is with confidence knowing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make His presence known to us. It is my
hope to join in what He is already doing in furthering
His kingdom. Throughout this time, it is also my hope
to be continually transformed to be more like Christ.
There are still many opportunities ahead and as the
Lord equips us to partner with Him, it is with much
anticipation to witness what God will accomplish
throughout my time here in seminary.

Through much prayer, patience, and discernment,
God has revealed to me His calling for me: to
evangelize by teaching and helping addict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and
a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Since completing the drug
rehabilitation program at Operation Dawn Canada
(ODC), I have been journeying towards this calling.
God has led me back to ODC and since the start of 2020, I have been
serving at this ministry. Although Operation Dawn is a ministry that
serves internationally, the Canadian branch has been searching for local
helpers for many years. During my time as a student in the program and
even afterwards while I studied for my undergrad, ODC has given me
so much: finding God, helping me successfully quit drugs, rebuilding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family, placing me in an accepting community,
and surrounded me with many friends and supporters. Due to this, I
feel compelled by the Lord to serve at ODC. During my first year at this
ministry, I am learning that this work is not only with the recovering
addicts, but also with their families because this is also a family ministry.
God continues to push for my growth and on numerous occasions shown
me that there are much that I lack - He has helped me realize that I have
been relying too heavily on my experiences during my sessions with the
current recovering addicts in the program. I want to grow as a Christian,
as a mentor, coach, and counselor for this ministry and those involved
in it. I want to help these families as much as I can because I understand
their suffering - This is why I enrolled back to school and chose the Clinical
Counseling program at Tyndale Seminary - to further my education and
gain the counseling experience/skill needed so I can be better equipped
for my full-time ministry.

* 以上分享為首次申請資助者。
華基聯會差傳部議資助2020年度全時間神學生：
多倫多華基—馮俊賢、李芷雯、李蔚珊、鍾加彥。
城北華基—陳嘉慧、馮約翰、孔譚順嫻、林子慧、梁翠珊、馬燕、邵力群、翟兆意。
北約華基—黃道正。
國語華基—章文浩。

華基教會 ACEM Chu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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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TCCC)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100 Acadia Ave., Markham, ON Canada
www.tccc.ca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NYCCC)
North York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2 Kern Road, North York, ON Canada
www.nyccc.ca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RHCCC)
Richmond Hill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9670 Bayview Ave., Richmond Hill, ON Canada
www.rhccc.ca

多倫多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TMCCC)
Toronto Mandarin Chinese Community Church
2230 Birchmount Rd., Scarborough, ON Canada
www.tmccc.ca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MCCC)
Millike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90 Bamburgh Circle, Scarborough, ON Canada
www.mccc.on.ca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WTCCC)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MHCCC)
Markham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77 Milliken Meadows Dr., Markham, ON Canada
www.markhamchurch.com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NRCCC)

華基 家 訊

West Toronto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3560 Erindale Station Rd., Mississauga,
ON Canada www.wtccc.ca
Niagara Regio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Kent School
4700 Epworth Cir., Niagara Falls., ON Canada
www.nrccc.ca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BCCC)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奧城華人基督教會 (ACCC)

Cornerston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CCCC)

Barrie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Inniswood Baptist Church
460 Yonge Street, Barrie, ON Canada
www.barrieccc.ca
Aurora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Campus Church
14430 Bathurst Street, King, ON Canada
www.auroraccc.ca

旺市華人基督教會 (VCCC)

Vaughan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Vellore Village Community Centre
1 Villa Royale Ave., Vaughan, ON Canada
www.vaughanccc.ca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GCCC)

Guelph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Priory Park Baptist Church
8 Torch Ln., Guelph, ON Canada
https://guelphccc.ca

Mount Joy Christian Community Church
Worship: The Olive Branch Community Church
175 Anderson Ave, Markham, ON L6E 1A4
www.mjccc.net

9680 Ninth Line, Markham, ON Canada
www.cornerstonechurch.ca

巴拿馬貝諾諾美華人基督教會

Iglesia Evangelica China de la Comunidad de Penonome
Miraflores de Penonomé
provincia de Coclé Panama

阿根廷華人基督教會
Iglesia Comunidad Cristiana
Valentin Gomez 3560, Cap. Fed. Buenos Aires, Argentina

華 基 聯 會 暨 各 堂報告
華人基督傳道聯會
第42屆差傳年會聚會各項詳情消
息，參閱1-5頁。

1. 因受新冠疫情影響，教會賑災小組
及執事會一致通過，從慈惠金撥款
$20,000支援宣教工場（加拿大浸
信差會-印度$5,000，加拿大國際福
音協傳會-黎巴嫩$5,000，遼國北部
$3,000）。
2. 「耶穌所賜的平安」網上佈道會10
月9日晚舉行，講員：陳華恩牧師。
屆時請登入教會網址，點擊「疫有
祝福—耶穌所賜的平安」。
3. 105 Gibson 中心：a)青年學業發展
計劃：為高中學生提供免費補習，
主修數學、科學及ESL。每周六上午
網上授課。報名：www.105gibson.
com/online-registration。b) 10 月 3
日員工步行籌款「同行渡疫」盼共
同走 過此 艱 難 時 期 。目 標是 籌
集五萬元。捐款：www.105gibson.
com/wewalk。c)中心現已重新開
放，每周一至五上午十時至晚上十
時，周六上午九時至晚十時。急切
需要晚間時段義工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1. 2020領袖會議9月18、19日舉行，有
1,269人次參加。
2. 家長論壇「未來的教育」9月24日舉
行，嘉賓：Dr. Ken Liew、Joey Molloy
傳道、Tracey Winder。

1. 配合華基聯會差傳年會，兒童崇拜9
至11月傳講一系列宣教士故事。

1. YLD 9月初派發禮物包（附每天靈修
資料）給八年級及以下學生，預備
新學期開始。

3. 讚美操9至12月逢周五早上線上舉
行。
國語華人基督教會
1. 10月11日舉行感恩節崇拜，講員：
王成偉牧師。
2. 10月18日下午舉行「疫路同行—教
會同工事奉網上研討會」，商討教
會未來的挑戰與契機。

1. 各堂崇拜及主日學仍在線上舉行。
2. 粵語堂10月25日網上播放「疫境也
有主同行，經典勵志歌曲續首唱」
，有粵語歌曲及福音信息。
麥城華人基督教會  
1. 國語堂網上主日學《啟示錄》每周
六早上舉行。
2. 會員大會於11月22日舉行。
3. 鼓勵參與9月26日國際關心中國慈善
協會「走長城Walk the Wall」步行籌
款。

2. 9月25日起，一連八個星期五晚有網
上「福音小組」探討信仰，已15人
報名。
3. 7周年堂慶感恩聖餐聯合崇拜10月
11日舉行，崇拜後一同視像見證感
恩。
貴湖華人基督教會
1. 9月10日晚線上進行第二次「團隊合
作」教會領袖培訓。

3. 10月25日下午在教會召開2020年度
會員大會。

2. 9月20日開始新一輪主日學《羅馬
書》。

西區華人基督教會

喜樂山華人基督教會

每周六早上線上舉行讚美操，歡迎
參加。

1. 教會首次網上崇拜於10月10日下午
5:30舉行。

尼亞加拉華人基督教會

浸禮

1.教會10月1日遷往Kent School（4700
Epworth Cir, Niagara Falls/電話905650-5899）。

麥城—倫均全、梁雪英、郭寶源、蘇
錦芳、余陳美貞、何桂冰、黃
智銘、李雲英、莫雪儀、劉芷
珊、梁陳婉嬋、邱陶光 。

2.10月11日感恩節主日重開實體敬
拜，羅榮發牧師證道，並有洗禮。

奧城—王麗民。

百里市華人基督教會
1. 9月6日粵語堂開始新學期主日學課
程《大先知書》。

新會員

2. 9月13日國語堂開始新學期課程：靈
命成長與教會生活。

麥城—楊周秀英。

奧城華人基教會

美堅華人基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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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巿華人基教會

2. 英 文 堂 新 增 大 專 團 契 逢 周 五 晚 聚
會。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華基家訊》

北約華人基督教會

1. 9月20日起更改聚會時間：粵語崇
拜周日下午4:00。英文崇拜周日
下午1:00。兒童線上主日學周日
11:45am。

美堅—Charlotte Leck。
奧城—郭尤坤、谷樹芳、李代秀、
崔晨、王繼萍、梁子榮、潘韋
雯、李強、美麗、黃建華、
芳、陳霞、吳敏、黃寶璋、鄧
秀儀、梁少芬。
離世

2. 9月20日和27日分別舉行只有事奉人
員出席和有會眾的實體崇拜重啟演
習。

多倫多—洪肇彰9月15日安息。

3. YLD於 9 月 2 4 日 舉 行 第 四 次 網 上 家
長Q&A會議，解答關於新學年的挑
戰。

105 Gibson— 前 台 接 待 員 ， 詳
情：www.105gibson.com/wereh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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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會植堂會議9月1日進行。
聯會執委會9月商討各項事工計劃。

華基教會中文教牧團契「教牧與政治」9月舉行。

城北華基領袖會議9月18-19日舉行。

T & T Team商討華基聯會日後改組過度計劃。

差傳特別祈禱會9月舉行。
麥城華基9月6日為
30周年堂慶。

